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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行业报告

2010上半年鲁股成绩单
本报记者 马绍栋

15家企业亏损
山东上市公司106家，其中91

家公司实现盈利，15家公司亏损。
绩优公司如潍柴动力每股3 . 88元

的收益不但领跑山东，在全国两
市上市公司中也位居第一；同样，
一些公司依然陷入亏损和传闻的

泥潭，步履维艰，如亚星化学、*
ST德棉等净利润亏损都在3000
万元以上。

继去年年报以每股收益
4 . 09元领跑山东板块之后，2010
年上半年，潍柴动力再次成为诸
多上市鲁企中最赚钱公司。2010
年半年报显示，潍柴动力每股收
益3 . 88元，每股净资产 1 7 . 6 8
元，完成营业收入332亿余元，
其中净利润32亿余元。

作为中国机械行业的龙

头，山东制造业优秀代表，潍柴
动力的半年报格外夺人眼球：
公司上半年共销售重卡发动机
22 . 2万台，同比增长118 . 7%，
高于行业增幅5 . 8个百分点；公
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
限公司凭借新车型的优异市场
表现，上半年共销售重型卡车6
万辆，同比增长 118 . 2%，在重

卡行业中位列第四。公司控股
子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
任公司共销售变速器 4 9 . 2万
台，同比增长 9 . 0%，继续保持
行业内绝对龙头地位。随着
2 0 1 0年国内重卡市场的“井
喷”，“蓝擎”发动机市场销量创
历史新高，其中10-12L国Ⅲ发
动机共19 . 6万台。

最赚钱公司：潍柴动力

2010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长最
快的公司被鲁抗医药一举摘得。
该公司中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完
成营业收入11 . 09亿元，实现净利
润8183 . 55万元，净利润同比增长
为703 .64%，位居山东板块之首。

鲁抗医药是我国重要的抗生
素生产基地之一，是目前国内唯
一拥有半合抗三大母核完整生产
链的国有控股企业。主导产品青

霉素类半合成药品，头孢类抗菌
素从中间体到原料药、制剂都自
成体系，具有明显的规模竞争优
势。受益于内部调整及抗生素产
销两旺局面，公司业绩出现爆发
式增长。仅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
净利润4724万元，单季度净利润
便超越去年全年的3758万元，同
比增长855%。

上半年鲁抗医药俨然继续了

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势头，实
现超过700%的增幅。业内人士认
为，调整结构为公司业务带来机
遇，也推动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2009年10月公司7-ACA酶法工
艺贯通，在国家加强对化学法监
管的背景下，公司产品量价齐升。
同时，公司通过完成对鲁抗集团
兽用资产的收购，在兽药领域地
位也不断增强。

与鲁抗医药的业绩大增相对
应的是，ST黄海创下的暴跌之
最。该公司2010年中报显示，上半
年净利润为-2836 . 89万元，同比
增长-1897 . 64%，跌幅居山东板
块各公司之首。

在2010年中报中，ST黄海表
示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材
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中天然橡
胶采购均价20900元/吨，同比上
升71 . 59%，这让公司大大吃不
消。ST黄海是山东一家老牌轮胎
企业，主营全钢丝载重子午线轮
胎的制造与销售，于2002年8月

登陆上交所。今年5月，ST黄海公
告称，公司拟以7 . 95元/股的价格
向青岛齐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1 . 62亿，购买其持
有的内蒙古齐华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实际控制人中国化
工集团公司旗下的中车汽修总公
司以现金购买公司全部资产及负
债，同时承接所有员工和业务。交
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分别变为青岛齐华和王
淦，主营业务也由轮胎生产销售
变为矿产开采加工。公司希望通
过此次交易使此前与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旗下从事橡胶轮胎业务
的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得到
解决。

与众多上市公司公布重组方
案后股价一路飙升不同，ST黄海
自重组方案公布后，股价便一直
“跌跌”不休。从5月8日至21日，
ST黄海竟有5个交易日跌停，3个
交易日盘中触及跌停，跌幅合计
近30%。股价连续下挫的原因在
于重组方案遭受多方质疑，由于
齐华矿业资产评估具有较大争
议，此次重组未达到此前市场预
期，引发投资者“用脚投票”。

业绩增长最快：鲁抗医药

业绩下跌之最：ST黄海

代码 名称 净利润(万元)

000338 潍柴动力 323459

600188 兖州煤业 263297

600690 青岛海尔 108040

600600 青岛啤酒 83004

000488 晨鸣纸业 60787

600309 烟台万华 60571

000869 张裕A 58567

600547 山东黄金 57182

000951 中国重汽 55243

600350 山东高速 53404

净利润前10名

代码 名称 净利润同比(%)

000617 石油济柴 -110 .180

002107 沃华医药 -152 .020

600698 ST轻骑 -157 .370

600807 天业股份 -476 .040

600180 *ST九发 -635 .440

002072 *ST德棉 -764 .750

600319 亚星化学 -940 .780

002234 民和股份 -948 .520

600777 新潮实业 -1535 . 330

600579 ST黄海 -1897 . 640

业绩增长后 10名

代码 名称 净利润同比(%)

600789 鲁抗医药 703 . 640

600157 鲁润股份 493 . 510

002254 烟台氨纶 388 . 720

002241 歌尔声学 382 . 110

600532 华阳科技 300 . 800

000488 晨鸣纸业 285 . 980

600586 金晶科技 279 . 300

000957 中通客车 269 . 570

000655 金岭矿业 214 . 570

600783 鲁信高新 198 . 630

业绩增长前10名

代码 名称 每股收益(元)

600076 ST华光 -0 .04

600385 ST金泰 -0 .04

600777 新潮实业 -0 .09

600807 天业股份 -0 .09

600579 ST黄海 -0 . 111

002107 沃华医药 -0 .130

600229 青岛碱业 -0 . 140

002234 民和股份 -0 .143

600319 亚星化学 -0 .155

002072 *ST德棉 -0 . 282

每股收益后 10名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喜几家愁”。2010年行程
过半，日前沪深两市已有106家
山东上市公司纷纷披露了自己

半年下来的业绩报告，一些公司抓住机遇迅
速崛起，业绩光彩夺目，如潍柴动力每股3 .88元的收益不但领跑山东，
在全国两市上市公司中也位居第一；同样，一些公司依然陷入亏损和

传闻的泥潭，步履维艰，如亚星化学、*ST德棉等净利润亏损都在3000万元以上。下半
年的号角早已吹响，各只鲁股无论处境如何，下半年仍需加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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